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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4 日，继去年感恩节为《让世界
听见》“向阳花合唱团”的小朋友们捐赠音
乐教室之后，广汽三菱欧蓝德满载着教育
书籍、体育用品、衣物装备以及益智玩具
等爱心物资，和志愿者们翻越高山再次走
进节目录制校址———大托希望小学，实现
“大白菜合唱团”的小朋友们的新年愿望，
为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而别致的“爱心课
堂”。

捐赠现场，广汽三菱副总经理向毅和
30 余名媒体志愿者们一起将爱心物资搬
运和发放到孩子们的手里，并鼓励孩子们

“不要畏惧前方的路有多么艰险， 努力学
习，实现梦想就不是一件难事”。小朋友们
齐声承诺将努力学习。

恰逢腊八节，空气中飘着小雪，山上
路面结着薄冰，欧蓝德不仅将媒体代表们
安全护送到校，还从大山外带来了热腾腾
的午餐和腊八粥，让孩子们度过了一个温
暖而充实的腊八节。 对于广汽三菱的来
临， 大托希望小学的孩子们都很兴奋，看
到欧蓝德，就想起他们去北京和泸沽湖的
美好时光。

位于大山深处的大托希望小学，地
势险峻，有的小朋友需要徒步 6 公里，花
费 1 个小时往返上学。 这次广汽三菱带
来的过冬物资， 将切实帮助孩子们在漫
漫山路中抵御寒风。此外，了解到小朋友
们的文娱生活较为简单， 广汽三菱还向
学校捐赠了一批课外书籍、 班班通等教
学用具， 用实际行动帮助孩子们营造一
个优越舒适的学习环境， 以知识哺育孩
子们的小小梦想。

除了捐赠爱心物资，当天，广汽三菱
还邀请到一批媒体志愿者，现场化身支教
老师，给孩子们上了一堂趣味的“爱心课
堂”。 课程涵盖了音乐课、语文课、美术课
等多科目，“支教老师”新奇有趣的授课方
式，也受到大托希望小学老师的认可。 在
《让世界听见》节目中鬼精灵的翟光明说：
“这种上课的方式，太好玩了。 ”

也许大托希望小学的孩子们生活、学
习条件不是最好的，但他们对梦想的坚持
和积极乐观的精神却让在场的每一个人
深受感动。 在这堂寓教于乐的课堂上，孩
子们度过了一个快乐且充实的下午，欢快
的笑声飘扬在大托村的上空，仿佛要将窗
外的薄雪融化。

临近春节，湖南多地降温，隆回山区

已经出现路面结冰，正是在欧蓝德的护送
下，志愿者们才得以安全上山见到这些天
真活泼的孩子们。 欧蓝德搭载专业的
4WD 四驱技术，即使在积雪、积冰路面也
能保持强大的平衡性能和抓地力，保证车
辆的稳定行驶。 与此同时，S-AWC 超级
全轮控制系统中的 SNOW（雪地）模式更
能在湿滑路段精准操纵，为雪地山路过弯
加上一把“保险锁”，确保行车安全。

这并不是欧蓝德第一次化身“护航使
者”，早在《让世界听见》里，欧蓝德的安全
护航实力就已深受明星支教老师和孩子
们的信赖。 蔡国庆老师更表达赞赏“我每
天进山出山和孩子们在一起，和欧蓝德在
一起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爱。 我对欧蓝
德是有感情的，这一次我感受到了欧蓝德
寄托了我的感情。无论是在泸沽湖还是在
湖南的山路，来回需要 4 个多小时，我感
受到如果没有欧蓝德的护航，我怎么能够
带领这些孩子们走出大山。 ”

成立五年来的广汽三菱不断创新公
益体验方式， 在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的同
时，广汽三菱也深知肩上“企业公民”的责
任越来越大。 未来，广汽三菱将继续为爱
前行，让“公益”这颗种子在更多人心间生
根发芽，不断推动美好、温暖的社会向前
发展。 （谭遇祥）

何尚武 谭遇祥

1 月 19 日， 东风日产及新车零售中
心———长沙中心在兰天河西汽车城正式
落成， 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总经理埃尔
顿谷硕、湖南兰天集团董事长汤国华、东
风日产市场销售总部专职副总部长洪浩
等嘉宾共同出席了开业仪式。 作为全国
首家东风日产及新车零售中心， 长沙中
心全方位按照东风日产及新车的标准，
以及新的产品质量保证、 及新的销售服
务标准、及新的售后保修标准、及新的车
主服务体验，全方位向新车看齐，为消费
者打造第三类购车选择。

去年广州车展上，东风日产发布了全
新官方认证二手车品牌“东风日产及新
车”，以“Same� As� New”的理念，践行四
大品牌承诺，打造二手车行业最高服务标
准，全方位向新车看齐，开辟行业新区隔，
为中国消费者带来与新车无限接近的第
三类购车新选择。 据了解，东风日产认证
车源必须为东风日产品牌，车辆自首次购
买之日起使用 5 年以内、 里程不超过 10
万公里，且非事故车。 为确保车辆品质安
全可靠，东风日产及新车以严苛的态度审

视每一个零部件，每一辆均通过 128项日
产全球统一标准车辆检测。

东风日产及新车不仅为客户提供自
交车之日起 7 日内无忧退货服务， 更提
供全行业最高的售后标准———3 年 /10
万公里的原厂保修政策， 让客户能够以
二手车的价格， 享受与新车一样的驾驶
乐趣和服务体验； 遍布全国的 800 多家
专营店提供的 24 小时紧急救援服务时
刻守护着客户， 如专家如影随形般的可
靠方便。

东风日产及新车长沙零售中心，展
厅面积 1000 平方米， 实际使用面积达
3000 平方米，展厅布置全部按照东风日
产·及新车品牌最新标准进行设计与规
划， 并完全按照东风日产及新车品牌服
务标准以及各项要求进行经营。

据东风日产市场销售总部专职副总
部长洪浩介绍， 按照东风日产目前及新
车的网络发展规划， 东风日产及新车
2018 年将以长沙零售中心店为起点，在
全国范围内搭建 4 家及新车零售中心、
16 家及新车零售店与 40 家及新车授权
店。 到 2022 年，东风日产及新车三个层
级的销售网络将超过 500 家。

1 月 21 日，“承辉煌·启新梦·创大
局———兰天集团二十周年庆暨 2017年年
会盛典” 在兰天集团河西汽车城圆满举
办，各大品牌领导、媒体朋友、兰天集团合
作伙伴， 以及兰天优秀员工代表千人汇
聚，共同回顾成绩斐然的 2017年，见证兰
天 20周年的累累硕果，畅谈未来发展，兰
天集团的第三个五年规划———“个十百千
万”计划也在盛典现场正式公布。

盛典现场，兰天集团颁发了 2017 年
度优秀表彰，近 40 位优秀精英代表从兰
天集团 3000 人的团队中脱颖而出，成为
全体兰天家人学习的典范与榜样。 这其
中， 有平时默默无闻， 却让我们无比放
心、安心的后勤标兵；有绣口锦心，全力
打造了“兰天服务”名片的服务标兵；有

精益求精， 口碑与产值齐头并进两手都
硬的生产标兵； 有一直在服务准车主用
户第一线的株洲驾考中心标兵； 还有身
先士卒，引领团队开疆拓土的管理标兵。
是这样的一群人， 成就了兰天的辉煌和
车市的“兰天速度”。

兰天集团趁此 20 周年庆典之际，也
隆重邀请了神龙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苏
维彬先生莅临活动现场， 苏总在盛典现
场回顾了神龙公司与兰天集团的战略合
作过程， 对兰天迈入整车销售与服务行
业选择成立东风雪铁龙品牌 4S 店的战
略眼光与多年来在标致、 雪铁龙品牌湖
南地区所取得的成绩表示了肯定与祝
贺。 盛典现场，兰天集团董事长汤国华揭
晓了集团第三个五年规划———“个十百

千万”计划：“个”，将河西汽车城打造成
一个省内著名、 全国知名的汽车文化园
样板工程；“十”， 达成集团人均年薪 10
万的目标；“百”，建立 100 个厂家授权高
标准 4S 店；“千”，将扶持 1000 个贫困学
子求学成材；“万” ， 在五年内实现兰天
集团纳税额 10000 万元的目标。

（何尚武 谭遇祥）

随着车辆识别代码尾号为 0666 的比亚迪
唐 100驶下生产线，比亚迪迎来第 30万辆新能
源汽车下线。 日前,为感谢业界媒体的支持，比
亚迪 2018媒体答谢试驾会湖南站也正式举行。

1 月 19 日上午， 特邀媒体嘉宾陆续抵达
了长沙比亚迪工厂进行签到品鉴，领取比亚迪
“专属能量包”，确保各位来宾精神充沛地开启
自驾之旅。从长沙比亚迪工厂驱车前往武功山
温泉君澜度假酒店，沿途长达 162 公里超长综
合路况道路试驾，一行人载着“绿色出行”，怀
揣美丽心情，感受沿途美景，途经城市道路、高
速公路等日常行车路况，通过对复杂路况的轻
松驾控体验，进行起步加速、爬坡、拐弯、颠簸
路面试驾，用多路况深度试驾手段，诠释新能
源车的优秀性能。 经过近 3 个小时的行驶，终

于抵达武功山温泉君澜度假酒店。 在酒店举行
的媒体座谈沙龙，现场媒体针对洞察中国汽车
发展现状，传递比亚迪未来发展战略布局等展
开讨论，现场，“云轨车模”也首秀展示，正式宣
告比亚迪进入轨交制造业。

据介绍， 随着第 30 万辆新能源汽车下
线 ， 比亚迪将迎来全新的发展阶段 。 以宋
MAX 为开篇，高颜值、电动化、智能网联为核
心发展方向，王朝车型全面迭代，造车新时代
重磅开启。新时代、新征程、新未来，比亚迪将
打破产业局限，整合社会各领域的优质资源，
进一步创新和发展产品实力， 为美好生活创
造更多可能，始终坚持和用户在一起，构建全
产业链联合的“电动·未来”生态圈，助力社会
发展的绿色梦想照进现实。 （何尚武）

1 月 21 日，在神龙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苏
维彬，湖南兰天集团董事长汤国华的共同见证
下，湖南首家东风标致、东风雪铁龙双品牌新
形象旗舰店在长沙河西汽车城正式营业。

东风标致兰天天致 4S 店，紧连东风雪铁
龙兰天天华 4S 店，全新的品牌专营店形
象设计元素相映“争辉”。 据兰天集团董
事长汤国华介绍， 兰天集团进入汽车流
通领域就是从在株洲建立雪铁龙 4S 店
开始的。 2001 年营业的株洲雪铁龙店，
也是当年神龙汽车的湖南第一个品牌新
形象“龙腾”网点。 正是从做雪铁龙开始
接受标准化 4S 店管理模式，让“兰天人”
认识到客户满意度、 品牌形象维护的重
要性， 才有今天兰天集团在汽车流通领
域的发展和良好客户口碑。

2017 年是兰天集团成立 20 周年 ，
兰天集团经营管理委员会经过认真的研
究讨论， 特意申请当年在长沙河西汽车
城建立湖南首家东风标致、 东风雪铁龙
双品牌新形象旗舰店，是一种情怀，更是
对神龙汽车未来发展的信心。目前，兰天
集团已经有 8 家东风标致和雪铁龙 4S
店 ，2017 年实现了销量增长 30%以上 。
未来，东风标致、东风雪铁龙仍然是兰天

汽车重点发展销售代理的品牌。
开业当天， 东风标致兰天天致 4S 店，东

风雪铁龙兰天天华 4S 店， 还邀请 10 名客户
担任两店的服务质量监督员， 对店内服务质
量进行专门监督。 （谭遇祥）

1 月 21 日下午，随着猎豹湖南首家新形
象旗舰店———湖南兰天天吉 4S 店盛大开业，
做为土生土长的猎豹汽车开始拉开“2018 年
精耕湖南本土市场”的序幕。

猎豹是一个曾风靡大江南北的民族越野
车品牌，享有多年的“中国越野之王”美誉。在
蛰伏多年，经历重组失去整车生产资质的“尴
尬和阵痛”后。 2015 年 4 月，猎豹携自主研发
设计的首款全新城市 SUV 车型猎豹 CS10，
在上海国际车展隆重登场。 并凭借其大气时
尚的外观造型、豪华舒适的乘坐体验，以及达
到国内领先水平的综合性能， 上市以来销量
一路高歌。 乘势而上，猎豹随后推出 CS9 进

一步巩固了其在民族越野车品牌中的地位。
来自猎豹汽车的消息，其 2017 年年销量已经
突破 12 万辆，2018 年发起了挑战 22 万辆以
上的目标。

位长沙河西汽车城核心位置的湖南兰天
天吉 4S 店，由湖南兰天集团投资建立，是湖南
本土大型汽车经销商第一次与猎豹合作。湖南
猎豹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李昌斌表示，
2018 年湖南专区作为全国四大专区之一，是
猎豹汽车重点提升的市场。作为猎豹湖南首家
新形象旗舰店，希望湖南兰天天吉能给客户更
优质的服务，从而进一步提升车主对猎豹汽车
产品的满意度和美誉度。 （谭遇祥）

全国首家东风日产及新车
零售中心长沙开业

及新承诺打造第三类购车选择 三年十万公里保修树立行业新标杆

承辉煌·启新梦·创大局
兰天集团 20周年庆典暨 2017年年会举行

比亚迪媒体答谢试驾会湖南站举行

湖南首家 PSA双品牌新形象旗舰店开业

猎豹本土销售再添生力军

广汽三菱和媒体志愿者与大托希望小学师生合影。

广汽三菱副总经理向毅向大托希望小学校
长刘治捐赠爱心物资。

媒体志愿老师为孩子们讲课。

路面结冰，欧蓝德为志愿者安全护航。

大托希望小学的小朋友们享用爱心午餐。

相关链接：

东风日产华中二区2018
新春媒体沟通会长沙举行

1 月 18 日，东风日产华中二区 2018
新春媒体沟通会在长沙举行，来自湖南、
江西、 广西的主流媒体齐聚长沙李自健
美术馆， 与东风日产市场销售总部专职
副总部长洪浩、 东风日产市场销售总部
市场部车型传播科科长岳超、 东风日产
华中二区营销中心总监郝鹏等领导一同
论道东风日产的 2018 年。

据介绍，2017 年东风日产华中二区
实现了 103834 台销量，同比劲增 11%，合
资车市占率达到 10.9%， 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 整个 2017 年，东风日产华中二区把营
销玩得风生水起。 不管是和湖南百公里合
作的“蓝鸟民谣音乐夜”，还是劲客杯大学
生广告营销大赛，东风日产华中二区一直
在尝试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利用事件
化、场景化的模式和新兴技术去打破传统
营销思路的桎梏， 取得的成绩也有目共
睹。 “未来， 东风日产将更具激情与创造
力，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加智能、更加精
彩、更加美好的人·车·生活。 ”东风日产华
中二区负责人向媒体介绍。

兰天集团汤国华先生及夫人
与集团二十年功勋合影。

媒体志愿者给孩子们的“爱心课堂”。
（本版图片均由谭遇祥提供）


